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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长版伏天 蒸桑拿模式 会助长湿气吗？
8 月 1 日至 7 日是第 30 个世界母乳喂养周。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手妈妈已经
认同母乳是小宝宝最好的食物。但由于种种对于泌乳的误区，在母乳喂养的道
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甚至错过了泌乳的关键时期。有的妈妈认为，胸大泌乳多，
而自己胸小天生就没什么奶水。有的妈妈觉得，
小时候没喝到过母乳，
到了自己
这里也可能和妈妈一样不泌乳。真的会这样吗？今天，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新生
儿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
就来教授宝妈如何增加宝宝口粮的秘诀。

母乳量真的和遗传有点关系
泌乳成功至少需要 3 个条件：1.妊娠期及哺乳期
激素的平衡；
2.乳腺腺泡和导管增殖、
分化以及神经系
统的完整性；
3.乳汁的持续合成与排出。
有的新手妈妈认为小时候没喝到过母乳，自己会
不会也泌乳量不佳？泌乳的多少也会遗传吗？是的，
泌乳量与遗传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知道泌乳主要靠
乳房腺体完成，乳房腺体的多少与生理功能对泌乳量
有影响，乳腺腺体与我们的身高、皮肤颜色、头发等一
样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

这个时间段是泌乳关键期 别错过

做好这六点

——

泌乳是如何启动的呢？其实妈妈怀孕后就开始为
泌乳作准备了，怀孕后乳腺在多种内分泌激素的作用
下再次发育，
乳腺腺泡和导管增殖、
分化。从妊娠22周
左右开始，
乳腺上皮细胞分化为泌乳细胞，
具有分泌合
成乳汁成分能力，
这一阶段称为泌乳启动Ⅰ期。
随着胎盘娩出后，抑制催乳素发挥分泌乳汁作用
的孕酮水平急剧下降，是泌乳Ⅱ期启动的触发点。之
后随着婴儿的不断吸吮刺激，
乳腺开始大量分泌乳汁，
这一阶段称为泌乳启动Ⅱ期。研究显示:泌乳Ⅱ期多在
分娩后 15-45 小时启动，也有报道足月儿母亲通常在
分娩后 30-48 小时启动。在泌乳Ⅱ期启动时往往伴随
着生理性乳胀，
但是没有生理性乳胀也能成功产乳。
泌乳启动后，如何去维持持续泌乳呢？规律的
吸吮或乳腺的排空是泌乳维持的重要条件。母亲的
信心、精神心理状态、营养、休息都是维持泌乳的必
要条件。
通过泌乳机制可以看出，
产后 2 周内，
对于所有母
乳喂养产妇而言是泌乳关键期。

胸大泌乳多胸小就没奶？泌乳量与遗传有关吗？ 世界母乳喂养周

乳房的大小与泌乳量没有直接关系。乳房主要
由乳腺腺体、脂肪组织、结缔组织构成。泌乳主要是
由乳房的腺体完成的，只要乳腺腺体发育正常，乳腺
管通畅，都会有充足的乳汁。泌乳是乳腺最基本的功
能。分为乳汁分泌与排乳两个过程。乳汁分泌是指
乳腺组织的分泌细胞，以血液中各种营养物质为原
料，在细胞中生成乳汁后，分泌到腺泡腔中的过程。
乳汁分泌包括泌乳启动和泌乳维持两个阶段，排乳是
指腺泡腔中的乳汁通过乳腺导管流向体外的过程。
另外，泌乳也与体内两种激素有关：催乳素与催
产素。泌乳过程主要受两种激素的调节。催乳素是
使腺泡产生乳汁的激素，新生儿的吸吮刺激，通过神
经末梢传递到垂体前叶，使之产生催乳素，经血液循
环运送至乳腺，
刺激乳腺分泌乳汁。
催产素是经婴儿吸吮乳头刺激，通过神经末梢传
递到垂体后叶，使之产生，并经血液循环送到乳房，使
乳腺周围的肌细胞收缩挤出乳汁，出现喷乳现象。简
单来说，催乳素是使乳汁产生的激素，催产素是使乳
汁排出的激素，
都需要通过吸吮乳头来产生。

北京前一周频繁降雨，再加上这两天的大太阳一蒸，更显
得湿热难耐。闰中伏带来的“加长版伏天”，桑拿天也容易导致
身体内酝生湿气，
中医早有
“不久处湿地”
的说法。
今天，中医医生就带大家认识什么是湿气、湿气有何表现、
湿气容易导致什么疾病以及湿气重的人如何养生。

送给宝妈 让宝宝口粮充足的秘诀

泌乳量与胸的大小没直接关系

吸乳至乳汁停止流出后 2 分钟来增加乳汁排出；
（3）
夜间哺乳。夜间至少要喂奶一次；
（4）对于贪睡宝宝，
可以采用左右交替喂奶或者加倍喂奶。交替喂奶是
让宝宝在第一侧吃到吸吮强度变小、吞咽也减少，开
始安抚吸吮时，换到另一侧，鼓励他积极吃奶直至吸
吮强度再次变小。这时，再换回第一侧。最终，再换
到第二侧，
直到吃奶结束。加倍喂奶即在宝宝吃饱喝
足之后，不要立即放下宝宝让他睡觉，而是再抱一会
儿给他拍嗝，把肚子里的气体排出。再来一轮喂奶，
让他吃饱。加倍喂奶，和交替喂奶一样，能够刺激更
多的泌乳反射，
增加乳汁的分泌量。
4.营养充足 营养是泌乳的基础，而食物多样
化是充足营养的基础，补充优质蛋白质及含维生素 A
的动物性食物和海产品。除营养素外，
妈妈每天的摄
水量与乳汁分泌量也密切相关。所以每天应多喝水，
多吃流质食物。
5.放松技巧 比如音乐、按摩、热敷等。哺乳前
喝杯热水、冲个热水澡或者肩膀后背按摩热敷，能够
帮助奶阵。
6.充分的休息，
保持愉快的心情 妈妈白天趁着
宝宝睡觉的时候，也要养精蓄锐，保证足够的休息时
间。家庭要给予妈妈足够的支持，
让妈妈的任务只需
要
“吃好、
睡好、
哺乳”
，
不要因为其他事情造成心情紧
张有压力。
文/王皓月（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你真的了解什么是湿气吗？
人们经常念叨“我湿气重”，甚至
成了口头禅，可是你真的了解什么是
湿气吗？
在中医理论里，
湿气指外来的湿邪
侵袭人体，
比如淋了雨、
下了水，
导致水
湿潴留体内；或者脏腑功能失调了，不
能形成正常代谢水液而水湿泛滥。外
在环境所导致的湿气被称为外湿，
人体

自己发展来的湿气被称为内湿。
湿气就像一个不期而遇的恶客，
没打招呼就闯进你的身体，等到你发
现它的时候，往往病时已久，病变较
深，病位较广，而且它还呼朋唤友，兼
夹寒、热、风、气郁、食积等病邪一起搞
破坏，怎么撵也撵不走，想要将它清除
着实需要费一番功夫。

如何判断自己湿气重？
湿气不光搞乱你的厨房，弄脏你
的客厅，甚至还在你卧室乱窜，人体表
里、上下以及各个脏腑全都被他“光
顾”过，所以湿病的临床表现非常之
多。湿气主要分为痰湿和湿热，它们
都有哪些表现呢？
痰湿体质的人，常表现为大腹便
便、容易犯困、身体沉重、额部油脂多、

眼睑浮肿、
口黏痰多，
其舌体胖大、
舌苔
白腻；湿热体质的人，常表现为心情烦
躁、身体沉重、食欲差、口中苦涩、容易
发热，即便出汗也难以缓解，其身体皮
肤泛黄、
眼睛红炽，
皮肤容易出现湿疹、
疔疱，
如膀胱湿热的话，
还会伴有尿频、
尿急、
尿少等症状。以上症状不需全部
具备，
出现二到三种就该引起注意了。

湿气就爱盯着胖人吗？
知道了什么是湿气，自己有没有
湿气，我们还应该了解湿气怎么来的，
凭什么湿气偏偏找上了自己呢？知己
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湿气重和地域有关。这就要讲到
南北差异了。南方水道纵横，雨水充
沛，所以南方人更容易感受外湿；而北
方干燥，刚劲多风，湿邪不甚。虽然如
此，北方的朋友不要因此忽视了湿气，
因为湿气很可能换个方式悄悄侵袭人
体。此外，夏季天气炎热，而且经常暴
雨，湿热地气上蒸，仿佛蒸桑拿一般，
湿气就喜欢这样的环境。
同时，湿气重和饮食有关。如果
长期暴饮暴食，或者减肥不吃饭，都会
导致脾的运化水湿功能失常，水液不
能正常排出体外，可不就变成废水，成

保护好宝宝的
“粮仓”

1.生后早接触、早吸吮、早开奶 要帮助母亲在
分娩后 60 分钟内开始母乳喂养，
即早接触、
早吸吮、
早
开奶。
研究证实，无论足月儿还是早产儿，母亲第一次
哺乳或吸乳开始时间，与母乳喂养持续时间以及奶量
密切相关。生后 6 小时内吸乳的母亲泌乳时间多数能
维持 40 周以上。延迟吸乳可导致泌乳Ⅱ期启动延迟
和泌乳持续时间缩短。且研究显示，母婴皮肤接触时
间越长，
母乳分泌越多，
成剂量相关性。
2.评估泌乳量 宝宝出生后一周内，
宝妈应密切
观察泌乳量。可以通过乳房充盈情况来评估，也可以
通过判断宝宝是否吃饱来评估。如果宝宝吃饱了，会
自己吐出乳头，表情满足、安静。如果泌乳量不足，要
评估宝宝的吸吮是否有效，并及时纠正，避免或减缓
泌乳延迟。有效的吸吮是指婴儿慢而深的吸吮，有时
候突然暂停，
可以看到吞咽动作或听到吞咽声。
3.排空乳房 （1）按需哺乳。一般 2-3 小时喂奶
或吸奶一次。纯母乳喂养宝宝如果白天睡觉超过 2 小
时，可以唤醒宝宝给予喂奶一次。如果是用吸乳器吸
乳，建议双侧同时吸乳；每天定时吸乳 8-10 次，白天
至少 3 小时 1 次，
晚上至少 5 小时 1 次；
（2）延长喂奶时
间。每次喂奶一般在 30 分钟以上。因为我们的催乳
素在吸吮 30 分钟后达到高峰。如果是吸乳的话，
建议

为湿气了嘛。如果是爱吃辛辣油腻
的，爱喝酒的，那湿气可真是太爱你
了，赖着你不走，而且往往演变成湿
热；如果是偏好冷饮，爱吃冰激凌，损
害到了脾阳，
那就是寒湿找上门了。
湿气重和过度安逸、胡思乱想有
关。长期不运动，一回家就葛优瘫的
人，气血运行不通畅，脾失了健运；心
里爱藏着事儿，老爱东想西想，也会消
耗脾阳，长此以往，湿气就在体内越积
越多。此外，木（肝）克土（脾），情绪问
题也会耗伤脾胃，导致湿气内生，因
此，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及时疏解，也
是祛湿的一副良药。
有人说胖人才有湿气，
但是临床观
察我们发现，
一些体型比较瘦的人也同
样存在湿气，
湿气并不是胖人的
“专利”
。

如何才能赶走体内的湿气？

夏季必备 热伤风的调养处方
夏天是热伤风也就是热感冒的多发季，常
伴有低烧头痛，咽喉疼痛，流鼻涕。热感冒不
是流行性的感冒，不具有传染性，因此不要怀
疑是别人传染的，多半是你自己不太注意身体
而造成的。下面，北京 120 急救中心的医生就
来分享几个应对热伤风的策略。
卧床休息 得了热伤风会感觉头昏脑
涨，注意力不集中，工作和学习效率低下，且
很容易疲劳，如果你继续拼命工作，热伤风会
一直困扰着你，所以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好好
休息，即便不能卧床休息也可以适量地减少
工作量。
食物清淡一些 热伤风以后，抵抗力低
下，体内会有很多废物（包括被吞噬的病毒）
需要被排除出去，血液黏稠度提高，如果你
的食物比较油腻，这会降低身体排除毒素的
效率。

是时候
给身体做次
“除湿”
了

所以感冒期间食物要以蔬菜为主，尽量避
免暴食暴饮。另外降低血液黏稠度的方法是
多喝水，所以一般感冒以后，医生第一个告诉
你的建议是多喝水。
少出点汗 尽量减少自己的劳动量，减少
自己的出汗量，因为感冒期间身体虚弱，难以
应对体温的高低变化。
有些人喜欢盖着被子出汗，他们认为这样
有助于治疗感冒。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要
看感冒的种类。120 北京急救中心的医生提
醒，出汗可以让体表温度降低，起到治疗发烧
的作用，但是对感冒的治疗却是负面作用，它
会消耗掉体内的水分和能量。
自助药物 一般感冒，大部分人都是自己
买些感冒药，比如藿香正气，如果吃药三天病
情没有改善甚至加重，
建议去医院就诊。
文/本报记者 李洁

内外邪气容易导致湿气，湿气容
易侵袭各个脏器、皮肤等导致各种疾
病的发生、发展，那么湿气该如何养生
保健呢？
所谓病要防，防要养。做好日常
的养生保健，就能很好地预防湿气，减
轻湿病的症状。
痰湿体质的人，夏季应当少吃冷
饮，少吹空调，以免进一步损伤阳气；
冬日可多晒太阳或进行日光浴；阴雨
天气尽量避免外出。
湿热体质的人，夏季要避暑热，多
吃薏苡仁、丝瓜、赤小豆等清热利湿的
食物，少吃油腻厚味；尽量避免长期居
住在炎热潮湿的地方。

尽量避免熬夜，以防加重痰湿；多
进行户外锻炼，比如长跑、登山、球类
等运动量大的活动，多出汗可以发散
湿邪。
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两个祛湿的
药膳。
木棉花陈皮粥 木棉花 30 克，陈
皮 10 克，粳米 100 克，蜂蜜适量。木棉
花、陈皮煎煮去渣取汁，和粳米共煮成
粥，
最后加入蜂蜜即可。
鸡肉冬瓜薏仁汤 党参 10 克，研
末；薏仁 20 克，提前浸泡 4 小时；鸡肉
300 克，切块，焯水；冬瓜 500 克，去皮切
块；葱姜适量。先炖鸡肉、薏仁、葱姜，
再加党参、
冬瓜，
小火慢煮。

湿气缠身看哪个科室？
如 果 湿 气 症 状 严 重 ，建 议 来
医 院 就 诊 ，用 中 药 调 理 身 体 ，祛
除湿气：
如 胃 脘 胀 闷 ，恶 心 呕 吐 ，纳 呆 神
疲，头困身重，肢体酸楚，大便溏泄，建
议挂内科门诊；
如面部油腻发光，爱生痤疮，建议
挂皮肤科门诊；

如女性白带色黄，气味腥秽，或带
多黏腻；月经量少，色淡质地黏稠，建
议挂妇科门诊；
如男性形体肥胖，阴囊潮湿，性功
能障碍，
建议挂男科门诊；
如风湿痹阻，关节疼痛，建议挂针
灸科门诊。
文/郑乘龙（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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